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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霍林郭勒胜奥腐植酸有限公司的行政公章、财务专用
章（编号：15230200000604）、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编号：
9115058107255343XT）、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宗志莉的坐落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农科家园6号楼5
层 524号（原楼号：6号楼 5层南越西面 4号）的购房收据（金额：
47400元）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新华社记者 刘羊旸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也是中国
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
量。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
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中央企业的优
秀党员代表，围绕“央企楷模 责任担
当”与现场记者展开交流。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发挥
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觉得首先
要做到带头学、带头干。在学习中有
所思、有所悟、有所得；面对急难险重
的任务，党员要冲在前、干在前。”国家
电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配电抢修班班
长张黎明说。

“黎明出发 点亮万家”——这是
张黎明的服务承诺。30多年如一日坚
守抢修一线，他勤学善思，勇于创新，
带领团队累计开展技术革新 500 余
项。针对带电作业高危等问题，他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带电作业中，大
幅降低作业人员安全风险，提高作业
质量。

在谈到日常工作中如何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作为一名
航天人，作为一名党员，自己时刻牢记
党员的身份，同时也始终坚持以建设
航天强国为己任。“结合自己的岗位，
我觉得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责任担当精神。”

“当我们面临一个新目标的时候，
在做方案设计、技术路线的时候，可能
会面临选择，是保守的绕开问题走，还
是用技术直面新的挑战、新的问题。
当遇到这种选择的时候，我作为一名
党员，会不顾及个人的得失，会义无反
顾地选择面对困难，迎难而上，通过创
新，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的事业和
技术能够更好发展。”孙泽洲说。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四位中
央企业党员代表对工匠精神进行了诠
释。“在基层一线，应该是做到对工作
的坚持、坚守、坚韧、坚强。”“除了技术
大胆创新之外，在平时日常工作中，可
能更多的还是要注重细节，严慎细
实。”

“具体到工作中，我们就是要做一

个有心人，只有在工作中执着追求，才
能真正做到精益求精。”中国中铁一局
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测量工高级技
师白芝勇说。

参加工作22年来，白芝勇所负责
的50余条国家重点铁路、高速铁路的
测绘成果全部一次性通过验收。“参加
工作多年来，我见证着一条条高速铁
路相继开通。我将继续不忘初心，坚
守一线，为国家富强贡献力量。”他说。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中国华
电新疆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
程师艾尔肯·买买提说，在生产一线，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就是要“不
放过一个问题，做好每一件事”，要沉
下心来学好技能，继续努力。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不忘使命 砥砺奋进
——中央企业党员代表共话责任担当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李建平
孙晓宇

作为我国东北重要煤炭、石墨产区
之一，“百年煤城”黑龙江省鸡西市近年
来通过做大产业规模、加强科技创新、
优化产业环境等措施，初步形成“石墨
产业生态”。一个百亿产值的产业蓄势
崛起，为我国石墨产业发展、资源型城
市转型注入新动能。

“点石成金”：打造百亿产业
眼下，在位于鸡西市恒山区的黑龙

江普莱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石墨深
加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为安装调试
负极材料生产线奋战。“项目计划总投
资 27.53亿元，可年采选石墨矿石 158
万吨，年产石墨精粉12.6万吨、负极材
料3万吨等。”企业总经理陈永涛说。

作为东北重要资源型城市，鸡西市
石墨储量丰富、开采历史悠久。鸡西市
工信局副局长程永峰说，这个市依托资
源优势，围绕企业集群化、产业规模化、
产品高端化、要素集约化、发展绿色化，
全力打造百亿产业。

此前以出售石墨矿石等初级产品
为主的鸡西市麻山区，历经5年发展逐
步形成配套完善、品类齐全的石墨产业
园区。园区内企业黑龙江多凌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云鹏说，公司可
年产石墨烯粉体1000吨，每吨市场价
格可达30万元至50万元，而生产所需
原料在园区内即可实现配套。

鸡西市政府副市长高启民说，当地
依托市内3个石墨产业园区，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对接，不断提升石墨产业
发展活力、内生动力和整体竞争力。

“羽化成蝶”：多举措打造“石墨产
业生态”

在“百年矿区”滴道区的一处采煤
沉陷区，黑龙江哈工石墨科技有限公司
的多个高大厂房拔地而起。“这个项目
投资7.6亿元，正在建设单体5万吨产能
的石墨矿石采选生产线。”公司总经理
李相彬说，项目建成后，可使省内企业
摆脱将石墨矿石运往异地提纯加工的
窘境。

哈工石墨深加工项目只是鸡西打
造“石墨产业生态”的缩影。近年来，鸡
西市通过做大做强产业规模、借助外力
加强创新、培育产业发展环境等努力打
造“石墨产业生态”。目前全市石墨企

业已形成产业集群，深加工企业占比
80％，初步形成蓄能材料、石墨烯材料
等8个产业链。

“打造‘石墨产业生态’，做大产业
规模、做长产业链是关键。”鸡西市发改
委副主任李文武说，鸡西市近年来坚持
以大项目为载体实施石墨产业倍增计
划，整合区域内多家石墨行业领军企
业，围绕石墨烯材料等产业链，谋划全
产业链产品。“去年，全市新开工建设石
墨深加工项目20个，石墨精深加工制
品产量同比增长30.2%。”李文武说。

在位于鸡西市中心的总建筑面积
超1万平方米的国家石墨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黑龙江），科研人员正在认真
操控着精密仪器对石墨进行检验分
析。中心原主任冷学平说，鸡西市发挥
国家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平
台作用，增强石墨产业“话语权”。

创新是产业发展原动力。鸡西市
科学技术局局长薛允民表示，鸡西市坚
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引进韩国、乌克
兰以及清华大学、哈工大等国内外高端
专家、技术，加强石墨企业院士工作站、
石墨烯研究院等建设，打通制约产业发
展的瓶颈。

此外，鸡西市注重优化石墨产业发
展环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要素
配置，推动产业在园区集群集聚、相互
配套；用好产业引导基金，扶持优秀石
墨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培育熟练产业工
人和专业技术人才等。

“绿色裂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鸡西市“石墨产业

生态”初步形成，对石墨产业发展及城
市转型推动作用初显，但也面临环保压
力较大、生产要素成本偏高等问题。当
地正通过绿色高质量发展，促进石墨产
业升级。

记者在鸡西市麻山区、恒山区两个
石墨园区采访时看到，园区污水处理
厂、固废储存中心等在逐步扩建、完善，
园区内企业原料堆放处有防风抑尘网，
厂房为封闭车间。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鸡西市引
导石墨企业在矿山开采、浮选提纯、产
品加工、尾矿利用等环节坚守生态红
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麻山区正打造石墨烯特色文化小
镇，推动工业、文化、旅游同石墨产业发
展有机结合。”鸡西市麻山区委书记周
诚说。 （新华社哈尔滨6月21日电）

“百年煤城”点“石”成金记

新华社北京 6月 21 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21 日通报，6 月 20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17 例，其中境外输
入病例16例（广东6例，云南3例，北
京 2 例，上海 1 例，江苏 1 例，福建 1
例，河南 1例，四川 1例），本土病例 1
例（在广东）；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47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372 例
（其中重症病例 7 例），现有疑似病
例 1 例。累计确诊病例 6414 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6042 例，无死亡病
例。

截至 6月 20日 24 时，据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19例（其中重
症病例 17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6449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91604例，现有疑似
病例 1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049675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17731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9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 4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11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462例（境
外输入44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25944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1886 例（出院 11614 例，死亡 210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53例（出院 51
例），台湾地区 14005 例（出院 1133
例，死亡549例）。

国家卫健委：20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
其中本土病例1例

■上接第1版 芬中合作为芬方较好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芬方重视同中方就冬奥运动开展合作，
将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当今世界发
生了很大变化，人类面临气候变化、新

冠肺炎疫情等共同挑战，芬兰主张发扬
1975年“赫尔辛基精神”，通过对话、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此过程中，
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芬方
愿为促进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

■上接第1版 坦方珍视同中国的传
统友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愿借鉴中方脱贫攻坚和治国理
政经验，加强贸易、基础设施、人文等各
领域交流合作。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等
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愿同中方积极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认真落实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中非关系取
得新发展。

习近平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通电话

■上接第1版
萨苏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迎

来建党100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坚强
有力领导下，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
和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在国际上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阔步
行进在繁荣发展的道路上。感谢中方

为刚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宝贵支持。刚方支持中方在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反对
干涉中国内政，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深
化两国友好关系，积极共建“一带一
路”，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推动刚中、非中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同刚果（布）总统萨苏通电话

■上接第1版
从浴血奋战带领人民翻身得解

放，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从领导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
田”，到誓言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为人民
幸福生活不懈奋斗的壮丽史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
宣示，昭示百年大党初心如磐。

一切为了人民，是激励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毛泽东为悼念张思德深情发表
《为人民服务》演讲；周恩来佩戴多年
的胸章是“为人民服务”；中南海新华
门 内 的 影 壁 上 镌 刻 着“ 为 人 民 服
务”……

以百姓心为心，正是共产党人的
恒心。

2016年8月22日，26岁的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四峨吉村第一
书记蒋富安突然倒下，再也未能醒
来。他的身后，曾经没公路、没水喝的
村子实现了移民搬迁、一村一幼、通水
通电……

“全村人都自发打火把下山来，围
着他哭啊，哭他走烂三双鞋，哭他好兄
弟，哭他不回来……”你把人民捧在心
里，人民就把你举过头顶。

回顾历史，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
产党一样，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
民；纵观寰宇，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
样，亿万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昂
首向前。

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
战胜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成功的根
本保证——

一根三尺多长的竹竿上，刻满了
山东、安徽、江苏 88个城镇村庄的地
名……

这根竹竿属于山东莱阳农民唐和
恩。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和乡亲们将
小推车从胶东半岛推到了淮海战役前
线，在竹竿上记录下支前四千多里的
足迹。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
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人民的“小木船”，划出了渡江战
役的伟大胜利；人民的“大包干”，拉开
了农村改革历史大幕……中国共产党
紧紧依靠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
精神谱系引领亿万人民接续奋斗——

“他们最早醒来，然后最先死
去……”一位网友对热播电视剧《觉醒
年代》的评论，让人泪目。

近代以来，约有2000万烈士为中
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他
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李大钊、焦裕禄、谷文昌、黄大
年……时空变幻，信仰永恒。一代代
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
以从之，殚精竭力以成之，在人民群众
心中树起一座座精神丰碑。

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抗疫精神……跨
越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奋斗中熔铸
锻造的精神谱系，凝聚起强大力量，团
结引领亿万人民开拓前行。

领航时代：深刻把握历史发展大
势和人类文明进程，直面挑战、胸怀天
下、勇立潮头，掌舵民族复兴伟业一往
无前

2021年“五一”假期，武汉春光烂
漫、游人如织。人们的出游热情空前
释放。上一个春天的伤痛，正在被治
愈。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
会充满不确定性。面对百年来最严重

的传染病大流行，为何中国能迅速控
制疫情？

解读抗疫斗争的“中国答卷”，首
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穿越百年风
云，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各种风险挑战，
坚定沉着战狂澜。

南昌城头上，毅然打响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热血和生
命扛起革命大旗。

汶川废墟中，鲜红的党旗高高飘
扬，我们战胜特大地震严峻考验，沉着
冷静坚毅前行。

……
从自然灾害到金融危机，从外交

封锁到西化、分化、围堵……中国共产
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
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在磨难中砥
砺奋进。

当前，全球局势变乱交织，形势之
复杂、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百年大
党初心不改，重任在肩——

“通过！”
2021年 3月11日下午，人民大会

堂。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
决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决议。

于变局中开新局。在习近平总书
记深邃思考、统筹谋划下，一幅面向
203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图景
铺展在世界面前——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将大幅跃升；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
代化经济体系；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18.3%。可圈可点的成绩单，关键时点
的精准研判，展现党中央对复杂形势

的科学把握，让世界看到一个百年大
党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不移向前进
的决心和行动。

从南湖红船扬帆启航，到走出西
柏坡“进京赶考”，再到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巍峨大厦……不懈奋斗和艰
辛探索早已证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
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
新世界”。

“我深信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基于
两个因素：一是它有一套稳定价值观
能长期秉持，另一个是非常好的自我
革新能力。”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
得说。

百年风雨，一个政党何以始终保
持革命精神，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以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首届
中央监察委员会。强化党内监督、严
明政治纪律，从此被摆在突出位置。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
刑，共和国反腐第一案轰动全国。

9100多万党员，“大就要有大的样
子”。出台八项规定、推动巡视全覆
盖、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刮骨疗毒、强身健体，让百年
大党焕发出更加蓬勃旺盛的生机活
力。

百年来路沧桑，初心从未改变。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掌舵中国号巨轮行稳致
远。

百年恰是芳华，立志千秋伟业。
中国共产党永不懈怠，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信心满满，
必将创造新的更大辉煌，不断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民族复兴的坚强核心

6 月 21 日 ，在 新 疆 和 布 克
赛尔蒙古自治县玛纳斯盐湖，
运输车辆在装载原料盐（无人
机照片）。新疆和布克赛尔蒙
古自治县玛纳斯盐湖拥有丰富
的盐矿资源，是重要的盐业生
产基地。近年来，当地企业通
过持续改进工艺、开发特色盐
产品，销售市场已从新疆拓展
至国内其他省市。每年四月至
十 月 是 玛 纳 斯 盐 湖 的 采 盐 旺
季 ，湖 区 内 机 器 轰 鸣 、车 辆 穿
梭，一片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夏日盐湖
生产忙

6月 21日拍摄的夜场招聘会现场。当晚，上海市闵行区高校应届毕业生、启航
青年专场招聘活动在锦江乐园举行。约200家招聘单位参与此次活动，提供3200余
个招聘岗位。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上海举行招聘“夜场”


